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碩士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目的與說明：
論文後部參考文獻的列舉，應有一定格式與標準。本所依屬性，以 APA、
IEEE、ASCE、MLA 參考文獻的格式為標準，但與論文內文格式標準應有一致
性，不可交換標準使用。

壹、APA
一、 圖書(Book)
(一) 作者為一個人時
中文：作者（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王石番（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臺北市：幼獅。
英文：Author, A.A. (Year). 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Glencoe,IL: Free Press.
(二) 作者為兩個人時
※中文用「、」；英文用「&」連接兩位以上的作者：
中文：作者 A、作者 B（年代）；英文：Author A & Author B, Year.
中文：作者 A、作者 B（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林傑斌、劉明德（1991）。地理資訊系統 GIS 理論與實務。臺北：文魁
資訊。
英文：Author, A.A., & Author, B.B. (Year). 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Liebert,R.M.,& Liebert,L.L.(1997).Liebert & Spiegler’s
personality:Strategies and issues. Pacific Grove,CA: Brooks/Cole.
(三) 作者為三到五個人時
中文：作者 A、作者 B、作者 C（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賴鼎銘、黃慕萱、吳美美、林珊如（2001）。圖書資訊學概論。台北縣：
國立空中大學。
英文：Author, A.A., Author, B.B., & Author, C.C. (Year). 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Biegel,D.E.,Shore, B.K.,& Godon,E.(1984).Building support
networks for the elderly.Beverly Hills,CA: Sage Publications.

(四) 作者為六個人以上時
中文：作者 A、作者 B、作者 C、作者 D、作者 E、作者 F（年代）。書名。出
版地：出版者。
範例：張保隆、陳文賢、蔣明晃、姜齊、盧昆宏、王瑞琛（2000)。生產管理。
台北市：華泰文化。
※ 若作者超過 8 人時，於參考文獻中，不必再一一列出每一作者姓名，僅列
出前 6 位與最後一位作者，中間加入… (英文用...)
中文：作者 A、作者 B、作者 C、作者 D、作者 E、作者 F、…作者 H（年
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文：Author,A.A.,Author, B.B.,Author, C.C.,Author,D.D.,Author, E.E.,
Author,F.F., ...Author, H.H.(Year).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五) 作者為編者(編輯著作)
中文：編者編（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1981)。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台北市：東華。
範例：胡述兆編著（2000）。世界各國圖書館名人錄。台北市：冊府。
英文：Editor,A.A.(Ed.).(Year).Title of the book.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Bailey,W.G.(Comp.).(1990).Guide to popular U.S.government
publications (2nd ed.).Englewood,CO:Libraries Unlimited.
Letheridge,S.,&Cannon,C.R.(Eds.).(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New York,NY: Praeger.
※ 編輯的書籍作者二位或二位以上，作者姓名之後要加「(Eds.)」，編者若只
有一位則用「(Ed.) 」。
(六) 團體 (一律要寫出全名)
中文：團體名稱（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教育部（2002)。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台北市：教育部。
英文：Name of group author. (Year). 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Institute of Financial Education.(1982).Managing personal
funds.Chicago,IL: Midwestern.
(七) 翻譯作品
※引註翻譯作品時，原著出版年及翻譯出版年均頇列出。

原作者有中文譯名
中文：原作者中文譯名（原作者名）（譯本出版年代）。翻譯書名（版別）（譯者
譯）。譯本出版地：譯 本出版者。（原著出版之年代）
範例：科特勒（Kotler, P.)、謝芙（Scheff, J.)（1998）。票房行銷：菲利浦
〃科特勒談表演藝術行銷策略（高 登第譯）。台北市：遠流。（原著出版年：
1997）
佛斯（Vos, J.）、戴頓（Dryden, G.）（1997）。學習革命（The learning
revolution） （林麗寬譯）。台北： 中國生產力中心。（原著出版年：1994）
英文：Author, A.A. (Year). Title (Translator, trans.). Location:
Publisher. (Oringinal workpublished Year)
範例：Freud,S.(1970).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J.Strachey,
trans.).New York, NY: Norton.(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原作者無中文譯名
中文：原作者名（翻譯本出版年代）。書名（版別）（譯者譯）。譯本出版地：譯
本出版者。（原著出版年代）。
範例：Creswell, J.W.（2007）。研究設計：質化、量化、及混合方法取向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張宇樑、吳樎椒譯）。台北：學富。（原著出版年：2003）
Mayer,R.E.（1997）。教育心理學（林清山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年：
1987）
(八) 特定版本
中文：作者（年代）。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胡述兆、吳祖善（1991）。圖書館學導論（二版）。台北市：漢美。
英文：Author, A.A. (Year). Title of the book (Edition.).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Washington,DC:
Author.
※二版(2nd ed.)；三版(3rd ed.)；四版(4th ed.)；五版(5th ed.)，以此類
推。
(九) 多冊著作
中文：作者（起迄年代）。書名（X-X 冊）。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黃文儀（2000）。專利實務（二版，1-2 冊）。台北市：著者發行；三民
總經銷。
英文：Author, A.A. (Year-Year). Title of the book (Vols.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Koch,S.(Ed.) (1959-1963). Psychology: A study of science (Vols.
1-6). New York,NY: McGraw-Hill.
(十) 叢書中之單本著作
中文：作者（年代）。單本書名（叢書書名，叢書編號）。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張苙雲主編（2000）。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臺灣產業研究，
3）。臺北市：遠流。
英文：Author, A.A. (Year). Title of the book (Title of Series, No.
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Hetherington, E.M. (Ed.). (1983).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Vol.4).(4th
ed.).New York,NY:Wiley.
(十一) 叢書之單本著作中之單篇論文
中文：單篇文章作者（年代）。單篇文章篇名。在單本書名（編者編，頁 xxxx）（叢書書名，叢書編號）。 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朱元鴻（2000）。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在文化產業：
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張苙雲主編，頁 11-45）（臺灣產業研究，3）。臺北市：
遠流。
英文：Author of article. (Year). Title of article. In Title of Book
(Editor Ed.,pp.xx-xx). (Title of Series, No. 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Maccoby,E.E.,& Martin,J.(1983).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In Socializat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etherington,E.M.Ed.,4th ed.,pp.1101).(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Vol.4).New York,NY:Wiley.
(十二) 個人論文集中之單篇文章
中文：作者（年代）。論文篇名。在書名（頁 xx-xx）。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王振鵠（1984）。圖書館與圖書館學。在圖書館學論叢（頁 3-48）。臺北
市：臺灣學生。
英文：Author, A.A.(Year). Title of article.In Title of Book (pp.xxxx).Location: Publisher.
(十三) 編輯著作或論文集中的單篇文章
中文：作者（年代）。論文篇名。在編者編，書名（頁 xx-xx）。出版地：出版
者。
範例：謝寶煖（1996）。服務藍圖應用於館藏管理服務品質改善之研究。在胡述

兆教授七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小組編，圖書館與資訊研究論文集：慶祝胡述
兆教授七秩榮慶論文集（頁 657-674）。台北市：漢美。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article.In B.B.Editor(Ed.),Title of
Book(pp. xx-xx).Location:Publisher.
範例：Gammack, J.G., & Robert A.S. (1994).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in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In C. Cassell & G. Symon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
(pp.72-90).London, UK: Sage.
Helber,L.E.(1995).Redeveloping mature resorts for new markets. In M.
V. Conlin & T. Baum (Eds.),Island tourism: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pp. 105-113).Chichester,England:John Wiley.
(十四) 書中之章節
中文：作者（年代）。單篇文章之題名。在編者編，書名（第 x 章，頁 xxxx）。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黃光國（1995）。主觀研究與客觀研究：多重典範的研究取向。在知識與
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 會心理詮釋（第三章，頁 91-103）。台北市：心理出
版社。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chapter.In A. Editor,B.Editor, & C.
Editor(Eds.), Title of Book (chap. X,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Mazzie,M.(2000).Key challenges facing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In T.K.Srikantaiah & M.E.D.Koenig(Eds.),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chap.7,pp.99114).Medford,NJ: Information Today.

二、 期刊論文(Journal Article)
(一) 連續編碼之期刊文章
中文：作者（年代）。文章篇名。期刊刊名，卷數，頁碼。
範例：林菁、洪美齡、李依玲、吳俊男（2007）。數位典藏融入大學通識教育－
以女性人物探究為例。教學科技與媒體，82，21-39。
英文：Author, A.A.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xx,
xxx-xxx.
範例：Kibirge, H.M.,& DePalo,L.(2000).The Internet as a sourc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formation:Findings of two pilot stud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19,11-16.

(二) 各期單獨編碼之期刊文章
中文：作者（年代）。文章篇名。期刊刊名，卷(期)，頁碼。
範例：陳俞妏（1994）。淺談資料的數位轉換。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8(2)，
3-12。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article.Title of Journal,xx(x),xxxxxx.
範例：Diodato,V.(1994).User preferences for features in back of book
index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45(7),529-536.
(三) 有 DOI
Hohepa,M.,Schofield,G.,& Kolt,G.S.(2006).Physical activity:What do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nk?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9(3),328336.doi:10.1016/j.jadohealth.2005.12.024
(四) 檢索自網路，無紙本出版
Snell,D.,& Hodgetts,D.(n.d.).The psychology of heavy metal
communities and white supremacy.Te Kura Kete Aronui,1.Retrieved from
http://www.waikato.ac.nz/wfass/tkka
(五) 尚未出版之期刊文章
中文：作者（出版中）。文章篇名。期刊刊名。
英文：Author, A.A. (in press).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三、 報紙(Newspaper)
(一) 紙本報紙刊登之文章（有作者）
中文：記者或作者（年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次。
範例：陳揚盛（2001 年 2 月 20 日）。基本學力測驗考慮加考國三下課程。臺
灣立報，第 6 版。
英文：Author,A.A.(Year, month date).Title of article.Title of
Newspaper,pp.xx-xx
範例：Schwartz,J.(1993, September 30).Obesity affects economics,
social status.The Washington Post,pp.A1,A4.Hartevelt,J.(2007,
December 20).Boy racers.The Press,pp.3.
(二) 紙本報紙刊登之文章（無作者）

中文：文章名稱（年月日）。報紙名稱，版次。
範例：推動知識經濟發展頇腳踏實地（2000 年 9 月 5 日）。中國時報，第 2
版
英文：Title of Article. (Year, month day).Newspaper Title,p.x.
範例：Higher health costs hit all sectors,U.S.says.(1995, January
10).Wall Street Journal,p.A2.
(二) 電子報
中文：記者或作者（年月日）。文章名稱。電子報名稱，檢自：電子報官網網
址。
範例：邱瓊玉（2010 年 3 月 9 日）。市教大蘋果傳情夾夾樂爆笑。聯合新聞
網。檢自：http://udn.com/NEWS/main.html
英文：Author,A.A.(Year,month date).Title of article.Title of
News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Brody,J.E.(2007, December 11).Mental reserves keep brain agile.The
New York Times.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四、 學位論文(Ph. D Dissertation/ Master Thesis)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年代）。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學校名稱研
究所，學校所在地。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ter’s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若為(1)美國州立大學，直接寫出學校名稱；(2)美國其他大學，頇註明州
別；(3)美國 以外國家，頇註明國別。
(一) 碩士論文
麥孟生（2000）。個人心理類型、自我效能及態度對電腦學習成效之影響（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 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桃園縣。
Kolonay,B.J.(1977).The effect of Visual-Motor behavior rehearsal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Unpublished master’ s thesis). Hunter
College,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ewstow,R.A.(2006).Using the Internet to enhance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Waikato,Hamilton,New Zealand.
(二) 博士論文

周立勳（1994）。國小班分組合作學習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
大學教育研究所，台北市。
Schlafmitz, M. (1996).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Wilfley, D.E. (199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Normal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三) 博碩士論文從資料庫或網路取得
中文：作者（年代）。論文名稱（博/碩士論文）。檢自資料庫名稱或網址。
英文：Author, A.A. (Year). Title of dissert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Name of database.
(Accession or Order No.)
※Accession No.為資料庫給予該論文的編號；Order No.為資料庫給予該論文
的序號
Author, A.A. (Year). Title of dissert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博士論文）。
檢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7TMTC5212002）
McNiel,D.S.(2006).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1434728)
Bruckman,A.(1997).Moose Crossing:Construction,community,and learning
in a networked virtual world for kid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ic.cc.gatech.edu/~asb/thesis/

五、會議或研討會論文(Published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一) 正式出版之論文集

中文：作者（年代）。論文名稱。在編者編，論文集名稱（頁 xx-xx）。出版
地：出版者。
範例：張保隆、謝寶煖、盧昆宏（1997）。品質管理策略與圖書館業務機能相關
性之研究。在銘傳管理學 院編，1997 海峽兩岸管理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190-195）。台北市，編者。
余民寧（1993）。測驗理論發展趨勢。在中國測驗學會主編，中國測驗學會成立
六十週年慶論文集（頁 23-62）。 台北：心理。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paper.In Editor, (Ed.), Title of
Proceeding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Brogman,C.L.(1988). Human factors i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ults. In N. Tudor-Silovie & I.
Mihel, (Eds.),Information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p.139-165).London: Taylor Graham.
(二) 研討會發表之未出版論文
中文：作者（年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國家。
範例：蔡怡欣（2009，5 月）。碩士生資訊偶遇現象之初探研究。在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暨輔仁大學圖書 館主辦，輔仁大學 2009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
會，台北縣。
英文： Author, A.A. (Year, Month). Title of paper. In A.A.
Chairperson (Chair), Title of Symposium, Location, Country.
範例：Chang,P.L.,& Hsieh, P.N.(1998, June).Managing quality in access
services through blueprinting. In C.Tuan (Chair),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ecision Sciences,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三)線上會議論文
Bochner,S.(1996, November). Mentoring in higher education: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developing a mentoring progr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aare.edu.au/96pap/bochs96018.txt

六、研究計畫報告(Technical Reports/ Working Paper/Research
Report)
中文：作者（年代）。報告名稱（報告編號）。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柯皓仁主持（2007）。雲門舞集舞作資產數位典藏計畫（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NSC 95-2422-H-009-00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report (Report no).Location:
Publisher.
※由 NTIS 或 ERIC 等單位取得之報告，應在書目後加註 NTIS 或 ERIC 編號。
範例：Kilkeary,R.(2002).The energy crisi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amily (NTIS No. PB 238782). 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七、網路資源(Internet/ Electronic Documents)
(一) 一般網頁
中文：作者（年代）。文章名稱。檢自：URL。
範例：朱彥榮（2005）。知識焦慮症瀰漫，記者網路編輯等是高發人群。檢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5/13/content_2953574.htm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webpage.Retrieved from URL
範例：American Society for Indexing.(2010).Software tools for
index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indexing.org/site/software.
shtml 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07).New Zealand in profile 2007.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t.nz
(二) 網路上取得的之電子期刊
中文：作者（年代）。文章篇名。期刊刊名，卷(期)，頁碼。檢自：URL。
範例：高世樺、林頌堅（2008）。部落格使用者的資訊行為特徵研究。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34(1)，62-77。 檢自：
http://jlis.glis.ntnu.edu.tw/ojs/index.php/jlis/article/viewFile/506/
506
英文：Author,A.A.(Year).Title of article.Title of Journal,xx(x),xxxxxx.Retrieved from URL
範例：Alemneh,D.G.,Hastings,S.K.,& Hartman,C.N.(2002).A metadata
approach to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libraries’experience.First Monday,7(8).Retrieved from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
w/981/902
(三) 網路上取得的之部落格資料
※需寫出作者發表文章的精確日期
Author,A.A.(Year, Month Day).Title of post [Description of form].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1. 部落格發表之文章 MiddleKid. (2007, January 22). Re: The
unfortunate prerequisites and consequences of partitioning your mind
[Web lo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asienceblogs.com/pharyngula/2007/01/the_unfortunate_prerequisi
tes.php
2. 部落格張貼之影音 Norton, R. (2006, November 4). How to train a cat
to operate a light switch [Video fi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ja83KLQXZs
※ [Description of form]：
部落格評論[Web log comment]；部落格文章[Web log post]；部落格影音
[Video file]；網路群組、線上論壇、 討論群組所張貼之訊息[Online forum
comment]

※參考文獻注意事項
1. 參考文獻中所列書目，需與正文引註文獻一致；凡文中未引註，請不要列於
參考文獻中。
2. 引用二手資料：除非絕版、無法透過一般管道尋獲或是沒有英文版本（有閱
讀困難），盡量不要引用二手資料。如引用二手資料，須在參考文獻中列出閱讀
過的二手文獻來源，並於正文中同時列出一手文獻來源及引用之二手文獻，採
用分號區隔。 (Author A, year; as cited in Author B, year) 例 如：
(Hart,1998; as cited in Ridley,2008/2010) （Cone & Foster,1993；引自
張黎，2008）
3. 同一作者同一年有多篇文章時，於年代後用英文小寫 a, b, c 標明。
4. 出版年一律採用西元年。若無日期，中英文分別用（無日期）、（n.d.）表
示。
5. 電子資源無須寫出上網擷取該文獻的日期，除非網站內容經常改變。
6. 新增數位物件識別號（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簡稱 DOI）的標註，
若該筆文獻有 DOI，於參考文獻末加上 DOI。
例如：Pace,A.(2009). 21st century library systems.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49(6), 641- 650. doi:10.1080/01930820903238834
7. 出版者所在城市的美國州名均需要列出，不可省略，美國以外的出版者則寫
城市名與國名。
8. 參考文獻排列方式：先列中文參考文獻，再列英文，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
畫順序排列，英文則依作者姓名之字母順序排列。
9. 英文文獻的排列順序有以下注意事項：
(1) 第一位作者姓名相同時，如為同一作者，依年代先後順序排列： 例如：

Hewlett, L.S. (1996) Hewlett, L.S. (1999)
(2) 一位作者永遠排在多位作者之前（即合作或編輯的著作，列於單獨或個人
的著 作之後）： 例如：Razik, T.A. (1991) Razik, T.A., & Lin, T.Y.
(1995)

貳、IEEE 參考文獻格式
IEEE 參考文獻格式請參考 IEEE Editorial Style Manual/IEEE Reference
Guide.
http://journals.ieeeauthorcenter.ieee.org/wpcontent/uploads/sites/7/IEEE-Reference-Guide.pdf

參、ASCE 參考文獻格式
ASCE 格式官方參考指南可在此處找到。
https://ascelibrary.org/doi/pdf/10.1061/9780784479018

肆、MLA 參考文獻格式
MLA Formatting and Style Guide
由 Purdue University 提供，介紹 MLA 格式與範例。
https://owl.purdue.edu/owl/research_and_citation/mla_style/mla_format
ting_and_style_guide/mla_formatting_and_style_guide.html

伍、參考資料
1.林天祐(2010)。APA 格式第六板。檢自：
http://web.nchu.edu.tw/pweb/users/wtsay/lesson/11680.pdf
2.『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APA 格式(APA Style Format)參考範例。檢自：
https://jlis.glis.ntnu.edu.tw/doc/JLIS_APA_style_format.pdf
3.IEEE (2018).IEEE Reference Guide.IEEE Editorial Style Manual.IEEE
Author Center Resources & Tools for Authors.

http://journals.ieeeauthorcenter.ieee.org/wpcontent/uploads/sites/7/IEEE-Reference-Guide.pdf
4.ASCE publications (2019). PUBLISHING IN ASCE JOURNALS-A GUIDE FOR
AUTHORS.
https://ascelibrary.org/doi/pdf/10.1061/9780784479018
5.Purdue University.Purdue Online Writing Lab College of
Liberalarts.MLA Formatting and Style Guide.
https://owl.purdue.edu/owl/research_and_citation/mla_style/mla_format
ting_and_style_guide/mla_formatting_and_style_guide.html

